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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程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来涛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杨逐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电话 010-88696529 
传真 010-88696529 
电子邮箱 bjjf201209@126.com 
公司网址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北京市石景山区万达广场 D 座 1516 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4,468,258.65 26,737,293.13 -8.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50,737.94 17,176,876.35 -17.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11 0.13 -17.0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82% 1.3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3.96% 27.02%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6,138.41 -2,950,936.05 -0.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14,214.60 -2,930,687.2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57.32 76,656.18 -14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8.62% -13.9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8.55% -13.8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24.22%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1,050,000 23.00% 0 31,050,000 23.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61,128 0.64% 0 861,128 0.64% 
      董事、监事、高管 374,440 0.28% 0 374,440 0.2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3,950,000 77.00%   103,950,000 77.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7,679,700 35.31%   47,679,700 35.31%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35,000,000.00 - 0 135,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33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程柏江 15,340,828 33,200,000 48,540,828 35.96% 47,679,700 861,128 
2 海南神龙

股份有限

公司 

8,048,000 0 8,048,000 5.96% 8,048,000 0 

3 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500,000 0 3,500,000 2.59% 3,500,000 0 

4 北京燕维 3,270,000 0 3,270,000 2.42% 3,270,000 0 



森科技发

展公司 
5 四川省资

阳市征峰

鞋业有限

责任公司 

2,260,000 0 2,260,000 1.67% 2,260,000 0 

合计 32,418,828 33,200,000 65,618,828 48.60% 64,757,700 861,128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

前五名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审计报告三、（二）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北京鹫峰科技公司 2020 年归属母公

司的净利润为-2,926,138.41 元，流动资产 87,705.26 元，流动负债 8,309,118.58 元，流动资产低于流动负

债-8,221,413.32 元，流动比率为 0.0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250,737.94
元。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657.32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鹫峰

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出具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相关事项进行如下说明： 
 



（一）董事会认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为保证经营稳定，进一步提高自身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以下措施： 

为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拟采取下列措施： 

1、生产经营方面：本公司计划将宁夏厂区建设为平罗县第一家专业的物流市场，取代其他零星的物

流货运部和零星物流市场，成为该县较大的汽车物流货物集散中心和面向银川乃至周边地市的物流配送

中心，早日改善公司现状。 

2、资本运作方面：不断完善公司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利用自身的优势，尽一切努力寻求公司重组转

型的机会来改善公司的现状。 

3、资金保证：一方面盘活现有资产和积极寻求资金拆借，另一方面公司也吸引投资者投入，扩充公

司的融资渠道。公司也正在推进定向增发意向协议的进度，解决资金问题。新的实际控制人也承诺注入

有价值的经营业务，促进公司经营改善。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认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

述是事项出具了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

告客观严谨的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积极寻求扩大营业收入，提高盈利水平，积极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

的影响，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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